
淳安县千岛湖传媒中心出版 地址：千岛湖镇开发路129号 总编辑：宋士和 电话：64813700 值班总编：叶良喜 电话：64820707 责任编辑：叶青 电话：64827371 广告经营许可证：杭工商淳广许2004001 广告热线：64831319 13968105687 13868016661

新闻报料热线
64831300 15057153399
在线投稿
qdhnews@126.com

中共淳安县委主办 第2611期 [总第2916期]
今日4版

星期五 2017年3月
农历丁酉年二月十三 10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千岛湖新闻网
www.qdhnews.com.cn

◎昨日下午，2017首届“千岛湖·我的

家”民宿设计营造国际大赛启动仪式

在石林镇举行，县领导徐恒辉、管国

良、何建法参加启动仪式，并参观九龙

源民宿村。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恒

辉致辞并宣布大赛正式启动。

（记者 江晓帆）

政务要览

记者
··

王筱倩
···

昨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姚

志文来淳调研村社换届选举工

作，实地走访千岛湖镇富泽村，

了解村情和村换届工作准备情

况，并听取淳安县相关情况汇

报。

县委书记黄海峰，县委副书

记、县长董毓民，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姚伟明陪同调研，并汇报相

关情况。

去年以来，我县围绕“选出

好班子、绘就好蓝图、形成好风

气”目标，圆满有序完成了县、乡

两级换届工作。根据省市部署，

当前村社换届各项准备工作也

已基本就绪。

姚志文充分肯定淳安村社

换届工作前期取得的成绩。他

说，换届工作是村和社区组织三

年一次的大事。去年以来，淳安

县高度重视村社换届选举，部署

了选前、选中、选后三个阶段的

具体工作，谋篇布局早、工作底

数清、各项举措实，换届工作稳

步推进。

姚志文指出，淳安要积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县委县政府以及各部门、乡

镇、村都必须高度重视村社换届

工作，明确任务分工，压实选举

责任，并时刻紧绷纪律弦，以铁

的纪律护航换届风气，以好的风

气选出好的干部，确保换届工作

平稳有序、风清气正，并以此打

造出一支干事、创业、担当的基

层铁军。

在表态发言时，黄海峰表

示，随着“两高”时代的到来和杭

州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淳安

主动承接杭州先进要素的条件

不断改善，生态资源后发优势日

益凸显，这也意味着基层作用的

发挥更加关键，村级组织将在大

项目落地、百姓增收致富等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在村社换届工

作中，不能掉以轻心，要切实做

到领导带头、压实责任、分片包

干、责任到人，使换届工作更加

有效。要利用市领导蹲点调研

契机，掌握好选情、民情、社情，

及时主动保持与市级部门的沟

通联系。县级层面要再下沉，更

深入地摸排情况。在人选上体

现实干导向，尤其是“四个人”选

人用人导向。对重点人选要做

到宁缺毋滥，通过深入摸排走

访，有针对性地邀请一些能人

返乡创业，或者派驻第一书记

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带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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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一二季度是LED灯行业的

“跑量”时段，在我县最大的LED灯生产

企业旭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线上，

工人们组装LED灯的动作显得特别迅

速。旭光公司今年定的生产目标是实

现销售产值4.5亿，2016年该公司已跨

过了3亿大关。

记者 程贤高/摄

记者
··

江晓帆
···

昨天下午，2017首届“千岛湖·我

的家”民宿设计营造国际大赛在石林

镇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由淳安县委宣传部、浙

江创意设计协会主办，大赛以推动淳

安县民宿产业发展，引进优质民宿产

业资源和创意设计人才，打造千岛湖

民宿文化“创意经济带”为目标，坚持

以“生态、文化、智能”为设计理念，打

造一个融传统与现代、智能与舒适、美

丽与时尚于一体的乡村民宿聚落。

本次大赛的设计对象为石林镇九

龙源自然村6幢民宿、青溪新城求坑

村2幢民宿以及全县“百源经济”工程

中的民宿产品。3月31日前，参赛对象

可以登录创意浙江网(http://www.

cda.zj.cn)、淳安千岛湖政府网（http://

www.qdh.gov.cn）、千岛湖新闻网

（http://www.qdhnews.com.cn/）

查询，填报相关信息，并发送至邮箱

1320051806@qq.com即可报名。

大赛于3月正式启动，3月31日

前截止报名，实地考察阶段将于4月

20日前完成，参赛者需在5月20日前

提交方案设计。而初赛中的方案评

审、方案深化将于6月30日前完成。

而复赛阶段主要为民宿营造，即在12

月31日前，由投资商出资对初赛评选

出的八个最佳创意设计作品进行方案

营造。大赛最后的颁奖仪式，将于明

年1月中旬举办。

据介绍，大赛初赛阶段将分别设

立八个最佳创意设计奖和若干个优

秀创意设计奖。其中，优秀创意设计

奖获得者将获得 5000 元奖金及证

书。复赛阶段将从八个最佳创意设

计奖落地民宿中评出六个不同维度

的奖项（最佳生态空间奖、最佳环境

艺术奖、最佳陈设艺术奖、最佳绿色

设计奖、最佳色彩构成奖、最佳光环

境设计奖各一名），各奖励10万元，

并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者将拥有所营

造民宿的冠名权。所有获奖作品将

入选《千岛湖·我的家民宿设计大赛

优秀作品集》。

首届“千岛湖·我的家”民宿设计营造国际大赛启动

通讯员
···

熊应豪
···

3月7日凌晨1点，经过5个小时的鏖战，由中

铁二局承建的杭黄高铁进贤溪大桥成功合龙。

进贤溪大桥全长359.85米，起讫里程DK177+

839.5～DK178+199.36，中心里程DK178+018.8，

跨度为（24+3×32+40+2×72+40）米，大桥北面地

势陡峭，最大水深23.6米，作为杭黄高铁淳安段的

控制性工程，该桥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工期

紧。又因进贤溪大桥是杭黄高铁唯一跨越千岛湖湖

区的大桥，环水保要求极高。为了早日实现进贤溪

大桥合龙的目标，项目部高度重视，在人员、技术、设

备、物资等各方面全力保障，节后上场以来，全体参

建人员艰苦奋战，完成了边跨合龙段的张拉压浆、临

时固结的凿除、中跨合龙段的模板安装、钢筋绑扎等

各项程序，直至最后的混凝土浇筑完成，连续梁顺利

合龙。

进贤溪大桥的合龙标志着项目部桥梁主体施工

圆满画上句号，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及无砟轨道施工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得项目全体员工的大

战热情不断高涨，有力地推动了项目的施工进度，为

今年6月28日铺轨提供了有力保障。

杭黄高铁
进贤溪大桥成功合龙

按照县委统一部署，从2017年3月10日至4

月22日，县委四个巡察组分别对县安监局、县司

法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残联、县商务局、县档案

局、县文广新局、县工商联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的主要任务是:

突出党的领导，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紧盯“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三大问题，着力发现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

属单位负责人是否存在违反“党的六大纪律”、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力、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违规

用人等方面问题。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县委四个巡察组主要受

理上述对象和内容的举报、反映。其他不属于巡

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按有关规定处理。巡察期

间县委巡察组设立专门举报值班电话，接听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欢

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直接向巡察组反映有关情

况和问题。

中共淳安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3月9日

中共淳安县委2017年度第一轮巡察工作公告

第一轮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记者
··

章晶
··

3月7日、8日两天，县委书记黄

海峰率我县党政考察团赴丽水市考察

学习遂昌县、松阳县、莲都区、景宁县

在农旅融合、生态产业、古村落保护开

发、精品民宿、特色小镇、城市规划建

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刘小松、董文吉、姚伟明、徐恒辉、

许海波等县四套班子领导，相关部门、

乡镇负责人参加考察。遂昌县、松阳

县、莲都区、景宁县四套班子相关领导

陪同考察。

一走进遂昌县高坪乡，首先映入

眼帘的便是错落有致的梯田、整齐排

列的大棚、长势良好的有机蔬菜，四处

散发着浓浓的原生态气息。行走在农

业园区长廊内，黄海峰向当地负责人

详细询问了销售渠道、市场供应、物流

运输以及激励机制等情况。在观看智

慧平台演示后，黄海峰对高坪乡通过

电商、众筹等方式创新推动农产品销

售、带动老百姓致富的做法更是频频

“点赞”，他指出，在做深农旅融合方

面，淳安要进一步开拓思维，进行更多

探索和创新，做“生态精品”，推“私人

定制”，打响千岛湖绿色品牌。

“大众休闲时代，旅游产业的发

展，离不开专业团队的设计力量。”这

是考察团成员走访松阳县兴村红糖工

坊、大木山骑行茶园及云上平田后发

出的感慨。平田村三面环山，海拔较

高，至今还保留着“村落—梯田—山

水”的完整格局，而随着民宿经济的发

展，这些老房子内部却都“大有文章”。

每到一家，黄海峰都认真询问土地流

转、旧房改造等问题，并就经营情况、设

计理念等与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他

说：“今后淳安要加强引才引智，充分发

挥设计名家、专业团队的智慧，打造独

具一格、别有韵味的旅游产品。”

古街古亭古埠头，古村古窑古樟

树，坐上游船遥望两岸，莲都区“古堰

画乡”就如它的名字一样，处处都是历

史积淀和如画风景，别有一番“诗画江

南入梦来”的独特韵味。考察团成员

不忘自己肩负的“任务”，走到哪里，拍

到哪里，把一些特色设计和理念“带回

家”。听完发展思路、战略定位、旅游

产品等情况介绍后，黄海峰说，“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莲都区在古村落保护

与开发、发展水利旅游等方面，做了许

多深入挖掘和特色探索，给淳安提供

了好的经验，今后，我们在历史村落发

展上，要重保护，提颜值，既保持原汁

原味，又挖掘文化内涵，打造更多自然

风光与文化底蕴交相辉映、生态美与

人文美相得益彰的“世外桃源”。

考察团最后来到了景宁畲族自治

县，在这里，黄海峰一行实地了解滨水

休闲长廊、绿道建设情况，环城西路路

面改造、跨鹤溪河桥系改造有关情况，

并前往大均古街、中国畲族博物馆、规

划展览馆、外舍凤凰古镇进行考察。

围绕挖掘特色旅游资源、做优城市规

划布局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后，黄海

峰表示：“景宁与淳安颇有渊源，在发

展理念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希

望两地今后能建立多方位、常态化的

交流机制，相互学习，加强借鉴，在互

动中共同提升，更好推进和美景宁、康

美千岛湖建设。”

黄海峰率淳安党政考察团
赴丽水“取经”
刘小松董文吉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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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安监局 3月 10日至 4月 1日 

县商务局 4月 3日至 4月 22日 
县委第一巡察组 ������������	
��� 

县司法局 3月 10日至 4月 1日 

县档案局 4月 3日至 4月 22日 
县委第二巡察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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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党史研究室 3月 10日至 4月 1日 

县文广新局 4月 3日至 4月 22日 
县委第三巡察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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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残联 3月 10日至 4月 1日 

县工商联 4月 3日至 4月 22日 
县委第四巡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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